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9年“申请考核”制博士研究生招生综合考核名单公示 
   

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9 年“申请考核”制博士研究

生招生资格审核组专家根据申请人提交的材料，经过全面审查和严格筛选，最终确定以下

67 名同学通过初审，进入综合考核： 

 

序号 报名号 姓名 报考专业 
获学士学位单

位 
获硕士学位单位 获硕士学位年月

1 2019800005 赵一心 财政学 
浙江工业大学

之江学院 
云南财经大学 201906 

2 2019800047 徐磊 财政学 烟台大学 云南财经大学 201806 
3 2019800068 张娜 财政学 云南财经大学 西南大学 201706 
4 2019800071 周彩 财政学 长江大学 东北财经大学 201901 
5 2019800096 朱星姝 财政学 肇庆学院 南京审计学院 201906 
6 2019800154 朱志亮 财政学 南昌大学 南昌大学 201806 
7 2019800167 潘旭文 财政学 南京财经大学 南京财经大学 201907 

8 2019800174 郗曼 财政学 
河北科技师范

学院 
天津城建大学 201906 

9 2019800179 董艳玲 财政学 山东财经大学 山东财经大学 201906 
10 2019800197 李尧 财政学 四川农业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 201906 
11 2019800205 胡善成 财政学 泰山学院 宁波大学 201906 
12 2019800238 曹阳 财政学 郑州大学 郑州大学 200906 
13 2019800263 范燕丽 财政学 温州大学 浙江财经大学 201903 
14 2019800384 程可为 财政学 合肥工业大学 中山大学 201907 
15 2019800402 刘俊现 财政学 集美大学 山东工商学院 201906 
16 2019800403 潘妍 财政学 安徽工业大学 南京财经大学 201908 
17 2019800417 纪凡 财政学 安徽财经大学 安徽财经大学 201801 
18 2019800528 郝腾 财政学 宁夏大学 湖南大学 201906 

19 2019800538 毛凯林 财政学 
山西财经大学

华商学院 
山西财经大学 201907 

20 2019800622 林源 财政学 西南政法大学 东北财经大学 201901 

21 2019800671 陈丽宇 财政学 
沈阳航空航天

大学 
辽宁大学 201306 

22 2019800133 沈豪 房地产经济学 浙江工商大学 南京财经大学 201906 
23 2019800150 钱文豪 房地产经济学 中南大学 苏州大学 201306 
24 2019800660 王弈乔 房地产经济学 江西师范大学 沈阳建筑大学 201701 
25 2019800699 郑玉铜 房地产经济学 盐城工学院 新疆农业大学 201506 

26 2019800004 石郑 公共政策 
首都经济贸易

大学 

首都经济贸易大

学 
201606 

27 2019800011 程谢君 公共政策 合肥学院 石河子大学 201806 

28 2019800027 关娇 公共政策 西北政法大学
上海工程技术大

学 
201903 

29 2019800035 杨文珂 公共政策 西华大学 昆明理工大学 201906 



序号 报名号 姓名 报考专业 
获学士学位单

位 
获硕士学位单位 获硕士学位年月

30 2019800057 胡浩钰 公共政策 
湖南理工学院

南湖学院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201806 

31 2019800258 姚健 公共政策 山西农业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6 
32 2019800268 王宏鸣 公共政策 江苏科技大学 南京财经大学 201907 
33 2019800336 刘凤娟 公共政策 青岛理工大学 南京财经大学 201906 
34 2019800404 吴春秀 公共政策 山东财经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 201906 

35 2019800498 卢秋佳 公共政策 
福建农林大学

金山学院 
福建农林大学 201906 

36 2019800597 王蒙 公共政策 鲁东大学 广西师范大学 201906 

37 2019800607 杨一飞 公共政策 湖南大学 
上海对外经贸大

学 
201904 

38 2019800628 蒋惠凤 公共政策 江苏大学 江苏大学 200606 
39 2019800696 王玉 公共政策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财经大学 201806 
40 2019800073 苏婧 国民经济学 兰州商学院 兰州商学院 201906 
41 2019800080 王燕升 国民经济学 东北大学 四川大学 201906 
42 2019800307 杨瑶 国民经济学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 201906 
43 2019800318 周鑫鑫 国民经济学 南京大学 南京财经大学 201906 

44 2019800387 李子健 国民经济学 河南大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201907 

45 2019800109 张玉珂 社会保障 重庆大学 重庆大学 201906 

46 2019800134 
皇甫慧

慧 
社会保障 

河南大学民生

学院 

上海工程技术大

学 
201903 

47 2019800158 王慕文 社会保障 安徽财经大学 安徽财经大学 201801 

48 2019800444 白金 社会保障 广西财经学院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201906 

49 2019800457 彭颖 社会保障 上海财经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 200906 

50 2019800503 高鹏 社会保障 无 
上海工程技术大

学 
201904 

51 2019800572 左孝凡 社会保障 合肥师范学院 福建农林大学 201907 
52 2019800683 段友韬 社会保障 中原工学院 上海财经大学 201907 

53 2019800064 梁富山 税收学 
华北水利水电

大学 
东北财经大学 201112 

54 2019800082 闫慧慧 税收学 河南大学 南京财经大学 201703 

55 2019800173 周静虹 税收学 
美国福特汉姆

大学 

美国弗吉尼亚大

学 
201605 

56 2019800377 王付敏 税收学 山东财经大学
中共上海市委党

校 
201906 

57 2019800499 李小梦 税收学 
广西师范大学

漓江学院 
云南财经大学 201806 

58 2019800153 董冰洁 投资经济 
武汉科技大学

城市学院 
武汉科技大学 20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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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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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2019800183 张天成 投资经济 
广东第二师范

学院 
云南财经大学 201907 

60 2019800285 刘冰毅 投资经济 
河南财经政法

大学 
昆明理工大学 201906 

61 2019800731 冯钰 投资经济 华中师范大学 澳门大学 201908 
62 2019800216 徐龙顺 行政管理 聊城大学 福建农林大学 201806 
63 2019800267 年崇文 行政管理 中北大学 安徽工业大学 201907 

64 2019800355 谢璨夷 行政管理 
上海工程技术

大学 
广西大学 201906 

65 2019800418 云美丽 行政管理 内蒙古大学 内蒙古大学 201907 

66 2019800553 王亚楠 行政管理 山东政法学院
中共重庆市委党

校 
201506 

67 2019800164 李鑫 政府预算管理 山东财经大学 山东财经大学 201906 
 

如对公示结果有异议，请向我院提出。 

联系人：董犇韡 

电话：021‐65904799 

邮箱：dong.benwei@mail.shufe.edu.cn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8年 12  月 19  日 


